
 

     經文：約翰福音 10：11-21                 講員: 蘇輝 牧師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北區學青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鄭麗娜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講題：耶穌是好牧人 

    經文：約翰福音 10：11-21 

五、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聚 會 時 間 表   

週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大禮堂 

裝備課  
12:30-13: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週間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北區：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Chatswood 

西區：林正宜家 

1503 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Chatswood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郵寄: P.O.Box404, St Leonards, NSW 1590  辦公室: Unit 4,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  

電話/傳真: (02)9439-5115 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 www.1503.org.au 

牧師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蘇輝牧師、陳安德烈牧師、林恩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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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好牧人. v11-13 

1. 雇 工 

2. 傷害羊的狼 . 

 

 

 

 

B. 耶穌是好牧人. v16 

i. “我另外有羊” 

ii. “我必須領他們來 

iii.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iv.“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v. 保護羊群. 

 

 

 

 

C. 好牧人的行動. V17-18. 

1. 將命捨去. 

 

 

 

 

小組討論: 

1. 你如何會聆聽牧者的聲音? 

2. 你如何與你牧養的羊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3. 你如何成為一位稱職的小組長? 

 

 

         耶穌是好牧人 

 

 

http://www.1503.org.au/


   2014 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同心邁向     『1503』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彼此分

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2. Chatswood High School 因修繕及擴充校舍，故本堂暫將 2 月 23 日及 3 月 2 日两個主日，

轉至 Chatswood Club 聚會，地址：11 Help Street, Chatswood (近火車站) ，可免費停車。 

請各事工部今天務必將下兩個主日所需的器材搬出，並請妥善保管教會器材。 

3. 本堂 2014 年『得地為業』家庭營將於 3 月 28-30 日在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

報名人數已有 105 人，報名將於 2 月 23 日截止。請向小組長領取報名表填寫及繳費。

13 歲以上 $160，孩童 6-12 歲$140，3-5 歲$ 50，未滿三歲免費。請小組長收齊３－４份

報名表後，即可向 Mandy 姐妹報名。 

4. 今天的慕道班課程 6/4，於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小教室開始上課。將在 3 月家庭營受

洗的兄姊務必參加全部課程，並請填寫完整的受洗申請表格和兩張 1 寸照片於 2 月

16 日起向小組長報名。   

5. 感謝主，2 月份聯合同工會已順利舉行，會議紀錄，請參閱佈告欄。因目前我們有 50

位住在 Parramata River 以南的兄姐，及看到福音禾場的需要，全體決議按原訂計劃，

全力進行植堂，得地為業，並委派蘇筱玲擔任植堂委員會召集人。將於 3 月 12 日開

始成立中區禱告會，6 月 8 日差派 50 名同工去 Strathfield 附近植堂，故請牧養及事工

組開始積極訓練及安排同工，請代禱。 

6. 新同工名單：以馬內利及方舟小組：李季人夫婦因個人因素，暫由李守博牧師代理

組長；信望愛小組副小組長：呂樂修夫婦；影音部：北區副組長卜繁泰，北區行政

林芷芸，西區行政 吳君敏；茶點部：徐淑鈴因個人因素，代部長一職由王曉晨代理。  

7. 將請呂樂修夫婦為論及婚嫁兄姐之婚前輔導員，請有需要者先向小組長報名。 

8. 好消息電視台預計在澳洲播放，李守博牧師將代表本堂擔任電視台顧問。 

9. 感謝周杰輝律師曾擔任 1503 宣教網絡義務律師，目前已卸任，改由 Ryde(賴德)市議

員兼副市長李穎斌先生擔任 1503 宣教網絡義務法律顧問。 

10. 李牧師夫婦於 2 月 10 日~17 日休假，求 神保守出入平安，更能重新得力，在休假

期間由蘇輝牧師代理。 

11. 本堂本週復興禱告會改為參加 2 月 19 日(星期三) 晚上 7 點，由澳大利亞十字架國

際教會主辦之 337 聯合禱告會，地址：Campsie Public School 21 Evaline St, Campsie (由

19 Evaline St 旁邊停車場，左邊小門進入），歡迎兄姊參加。       

12. 3 月聯合同工會將於 3 月 1 日下午 1 點舉行，請各組主責預備心準時參加。 

13. 肢體代禱：嚴祥芬姐妹的父親於 2 月 10 日在台灣安息主懷，將於 18 日舉行安息禮

拜，求 神安慰家屬的心。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陳曉慧 
北區 

學青 
芷芸 

婉瑜 
雪薇 以马内利家庭 

于庭 

羽濡 芯茹 

曉晨  

桂珍 

鵬帆 

季人 

子鹏 姜楠 

阿布 

下週 鄧潔 
北區 

以賽亞 

繁泰 

李傑 

北區 

以賽亞 

北區 

房角石学青 
瑞敏夫婦 

寬容 

韋良 

曉晨 

黛莉 

王華 

小康 玉傑 

志薪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週間 主日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北雪梨 123 10 禱讀 49 11 119 $4735.40 $100 

恩典 72 18 禱讀 35 8 73 $2165.90  

含什一奉獻 52 筆；特別奉獻 -- 筆；建堂奉獻 1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062140，帳號A/C No.：10446544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A/C No.：727911 

  

日  期        篇   章 

2 月 16 日 (日) 約翰福音 18：28-40 

2 月 17 日 (一) 約翰福音 19： 1-16 

2 月 18 日 (二) 約翰福音 19：17-30 

2 月 19 日 (三) 約翰福音 19：31-42 

2 月 20 日 (四) 約翰福音 20： 1-18 

2 月 21 日 (五) 約翰福音 20：19-31 

2 月 22 日 (六) 約翰福音 21： 1-14 

  

            1503 宣教網絡 2014 年 2 月 9 日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杜昌敏姐妹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 

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職青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活水 

學青 

約瑟 

少年 

16  14 14 5 6 15 16 9 5 7 12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約翰福音 10：14-15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生活守則 

言語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物上  

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處事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  

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1503 宣教網絡 2014 年 2 月 16 日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杜昌敏姐妹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今天永青二個小組的戶外聯合聚會,在涼爽的天氣及美麗的公園裡順利舉

行,彼此有美好的交通及聚餐/蓉群姐與我們在電話中彼此問安關懷  

代禱:Maggie 的退屋順利,不再有額外的支出/請繼續為素凝姐妹身體恢復代禱。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沈興亞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李多工作調整順利、Winny 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張慶、林眉與俊豪

平安返回悉尼/俊豪大學報到盡都順利/晨琳的家中有喜樂/興亞工作順利每

天經歷神的同在、一家人在主里更加互相體諒合一/James 新学期有良好的開

端！哈利路亞！ 

 代祷：願主賜合一的靈在復活節節目的籌備中/愿牧师全家旅途愉快/求神完全醫

治 Winny 使她身心靈健康成長/求主帶領曉嵐的工作方向、賜智慧在張慶的

學習中/求主幫助俊豪預備謙卑受教的心在與老師同學的相處中得益處/繼

續保守晨琳的家人更加和睦相處/願主賜智慧給坦坦和小航照顧寶寶很好

地進食睡覺/保守一梅外甥女留學辦理順利/紅琅的肩背疼痛能有好轉、小明

差旅平安順利！求主垂聽！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Jin 感謝主讓小孩們能分到他們喜歡的班/金莉感恩和家人和北京的親戚度

過了美好的春節/鄭潔感謝主讓我們有平安喜樂的一週小孩開學非常高興/

王昕感恩主引導她來到祂的國及 Grace 師母為她做的禱告/感謝主能讓王春

第一次來小組就決志與主同在  

代禱: 求主繼續帶領 Jin的小孩 Anthony學習的道路讓他注意力集中/小康求神保守

先生 Morris 的健康並帶領未來的道路/求神保守王昕雅思考到 7 分/求神保守

我們的新朋友王春能堅持來教會並看顧他前面的道路 /金莉求神保守有智

慧處理好與家人和同事的關係/ 求神保守 Paul & Pini 身體健壯享受學習/求神

保守 Wesley 回台灣處理事務有神的智慧和能力/求神保守 Amanda 在台處理

父親的後事一切都圓滿與神同在並安慰家人 /求神保守 Lynn Joann Tammy 

在海外出入蒙福平安喜樂/求神保守親親的先生身體有好體力與主同在 /保

守 Tracy 的工作及女兒在坎培拉的一切有主的帶領 充滿能力/Jenny 求神保

守睿文在澳洲申請的簽證,學校及生活能順利適應/保守香蘭及馥綺家庭和

樂身體健壯在生活上充滿喜樂平安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雅男\感谢主！主在我生命中使我有个感恩的心！永琪\孩子们很听话。周炜

\父母在四川的旅行探亲一切顺利。萍珍\感谢主听我的祷告！我要赞美袮慈

爱全能的主。付锐\感谢主的恩典。感恩黃芳生產後仍有力氣，智慧去考試。

淑贤\感谢主牽著我爱我与我同在及给我颗智慧的爱心。 

代祷:雅男\求主呼召更多的为主传福音的勇士。永琪\求主保守 Grace 生产时顺利、

也保守周炜一切事顺顺利利！周炜\黄芳在月子里可以很好地恢复体力 也

望主保护喜乐小组新年添丁的宝宝 Tilly 健康成长！萍珍\求主保守 Neil 在

这周的 3 天学校 camp 里出入平安有所成长。付銳/ 求主賜下恩寵給 Joyce，

新的一年裡學習和適應新班方面更有進步。求主保守 Susie 身體格外健康，

在工作忙碌時仍是個喜喜樂樂祝福病人的天使。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集中火力禱告周進入第五周。大有口福，享受極品銀茸湯。放能带领同

学顺利决志。stephnie 和 walter 大哥推荐教会给我们。星星复习顺利。Don

很有信心，且戒烟进行中，求神继续保守。感恩家人们彼此相爱,互相代祷！

一人有事,全家出动.恩典小组在小組长的以身作则的带领下我们的成为一

支神国的代祷精兵,成为一个爱的家庭！感恩因为有主的爱把我们紧密相

连，小组长和小家长们滴辛劳付出，弟兄姐妹互相关爱和祷告！ Justin 在

church camp  有不少收穫/有機會與孩子討論神國的事/神也讓我們進一步了

解祂的旨意。 

代禱：GP 診斷威廉左手肘來自血液問題，本周四拍片。william 的手肘有神的看

顾。修车厂也有神的同在。Huey 和 Adele 受神蒙恩。星星考雅思顺利四个

八，身体棒棒。放顺利辞掉前一份工作。神医治 Joanne 和 Stephane 的身体，

赐 Don 智慧预备雅思的考试并顺利通过， 赐Ｍｅｉ和 Stephen 有体力和精

力照顾孩子，家和工作，并常常在我们中。继续为 Kenneth 的选专业代祷。

求神賜亞亞有聰明智慧，努力準備考試及保守 David 的工作。為晶晶家的

Stephen 找新工作禱告，兩個兒子在學校順利，店可以順利交收。Clay & 

Brenda 一家這週去墨爾本旅行一切順利。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歡迎 Mary 來到小組。感恩雅芳的破冰讓大家放鬆，喜樂大笑，彼此關係拉

近。Linda/ 神保守我們一家，快樂，平安，開心渡過假期。 Kenny/感恩神

使用我，幫助在中國的朋友決志信主了。雅芳/兒子 Tom 得升職為公司部門

經理。Simon & Wendy /神賜十倍額外恩典。Angela/小組聚會前在 Sophia 家

吃了美味晚餐及小組裡有很棒的破冰。Terry/向 公司申請假期被批准了。

Andrew/女兒得到一份很好的半職工作，工作地點又離家很近。感恩有 Sophia

在交通上的幫忙，琅可以固定來小組。 

代禱:求神看顧 Kenny 二月中在 Hobart 的學習，賜智慧，能力。Linda 求神堅定自

己的信心；先生早日信主。Wendy/求神保守祝福 Simon 能順利完成功課。

祝福 Hannah 能適應 childcare 並喜歡去上學。Mary/身體健康。Terry/神保守



一家平安。求神幫助 Kaithlyn 能好好預備精英中學考試。求神醫治琅和

Vivian 的孩子。求神為 Andy & Michele 挪去阻攔能來到小組享受主裡的團

契。求神為周阿姨開道路能順利固定參加小組。 

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感恩：Michael ：Taiwan 渡過美好的假期。Judy：Color run 玩得很開心。Mandy：

二月有吃到很多生日蛋糕＋美食。Kenny：這麼多可愛的小天使幫忙慶生，

很開心。Jade ：妹妹能來澳洲一起生活。Cecilia：凡事都有感恩的心，對主

有信心。Shuling：志成週日可以去主日。Solomon：能提早睡覺。  

代禱：Michael：希望朋友遠離毒品早日歸主。Judy：房東可以順利找到新房客。

Mandy：跟房東商討多簽一個租屋契約可以談到好價格。Kenny：希望新的

一年都有神的祝福。Jade：  在任何事情上都能有耐心，細心做事。Cecilia：

二月末前能把生培作業都交齊。Shuling：對新環境的適應和找到合適的房

子。Solomon：靈修上能有更多得著。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蘇筱玲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Jinni 生活很充實／Brenda 看到大家還是美麗又帥氣／Nick 過去一星期能有

神的帶領，在弟兄 Dillon 家有一個美好的聚餐時間／Litty 來澳後 認識了很

多新朋友 ／Valerie 和父母順利回到澳洲／春蕊 找到臨時工作／ Brain 水管

終於修好／Erika 歡迎 Lewis, Veronica & Jenny 參加小組／Dillon:和家人相

處愉快有神的保守／Raymond Nicole 被圣灵摸着／Nicole Raymond 積極參與

服事／感謝神的恩賜 

代禱：Jinni 有智慧地帶領小家人，自己的生命成為他們的榜樣 ／Brenda 中國的

unit 可以快好，我可以早點搬進去 ／Nick 5 月 PR 申請勝利通過／Litty 有智

慧把生活和學習安排得更充實／Valerie 父母可以享受在澳洲的時光，找到

車鑰匙／春蕊 儘快參加小組學習／Brain 聯合同工會順利／Erika 求神賜智慧

並預備中區植堂／Dillon 在靈命上有更多成長／Raymond 工作有智慧／

Nicole 有智慧和新學生家長溝通 

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卜繁泰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Yuki 在 Sam 家一切順利跟家人感情得到增進/ Emily Lin 課程順利進到下個

等級/ Michael 旅遊平安順利，得以見證許多神美好的創造/ Simon W 在工作中

得到老闆很多的幫助  /Lee 感謝父母在身邉 ,有家的感覺  /Cindy 學到新東西 / 

Claire 和室友被 lock out 可以及時找到 locksmith 來開門  

代禱：Yuki  神預備祝福 Sam 找工作的事/ Emily Lin 待人處事更有智慧 /Michael 智

慧高效運用神所賜的時間/SimonW 有神的智慧在 Orientation Week 中可以順

利完成工作 /Lee 多亲近神，多祷告，多读经/ Cindy 考試順利通過，生活順

利/Claire 和神的關係更親密 

 

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Ally 的週末很美好,小組中與弟兄姐妹玩得很開心 ,越來越多同工被興起

/Deborah 透過弟兄姐妹的旅行分享見識到更多大自然中上帝創造的壯闊與

奇妙/Julie 經歷主恩滿滿，時時喜樂/ Yvonne 回台灣度過快樂時光，也有很

多學習 

代禱:Joe&Ally 更有信心經歷神的恩典和從神而來的力量/Julie 有更多休息時間，

更有效率地工作生活，頭暈得醫治/Deborah 有計畫準備英文考試/Yvonne 預

備好心 Morling College 開學，媽媽體檢出問題要更詳細調查，與媽媽這幾

天能夠愉快相處 

西區以琳學青小組（地點：周亦凡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 Herman 有持續的教會晨禱，很有得著/ Licca 感恩回去后神赐智慧给亲友传

福音 带朋友去教会/Cecily 感恩家人身体健康/ Parry Lynn 感恩 Vineyard 自己

禱告尋求主幫助 

代禱: Herman 倚靠神堅信神的美好應許和帶領/Licca 和家人有智慧沟通/Cecily 求

神賜下美好应许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張靖家）       : 0435-220-313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Tina 感冒快好了/Maggie&Alex 講道大綱交稿/Allen 平安回來/Ping 謝謝神的一

路帶領，讓我找到工作 

代禱:Tina 回雪梨一切順利/Maggie 家人身體/Allen & Ping 求神賜智慧在學業上，兼

顧事奉和學業/Alex 家人&自己身體健康, 找到公司附近的房子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陳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 一個禮拜過得不錯/Cindy 感恩生活充實，工作有突破/Rose Sunny 平安

回到悉尼/Sarah 的實習順利結束/Siying 感恩北京下雪了/Rae 在國內一切順

利/Jake 回澳時飛機票被升倉了/Jack 感謝神保守健康/Eunice 重新恢復有規律

的生活/Jason 感恩可以一家人去旅遊/Helen 感恩生活有平安。 

代禱:Emily 願工作家庭和服事有智慧/Cindy 傳福音，服事與工作有智慧和耐心

/Rose 背痛求神醫治/Siying 回來澳洲順利平安，外婆身體健康，遠離疾病

/Sarah 找下一份 placement 求神帶領/Sunny 學生簽證申請順利，新學期學習

有智慧/Rae 和 Jake 願家人開心健康/Jack 求神保守身體健康/Eunice 願順利幫

媽媽申請來澳簽證/Jason 一家人的旅遊開心平安/Helen 胃不舒服求神醫治，

工作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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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感恩：Jennifer 進入 USW 大學/Jocelyn 的祖母恢復身體健康/Xinglu 今年進入好班

/Charlotte 在學校認識新的基督徒朋友/Stella 弟弟將要出生/Candy 度過一個

愉快的生日 party/歡迎 Edison 和 Derek 來小組/Angie 和家人一起度假/小組為

Candy 和 Xinglu 慶生/Jason 找到一個好的 homestay/Marshall 和 Jason 去朋友 

的生日 party/Michael 找到工作/很多組員報名參加家庭營/Alice 全家一起度

假很開心/Rita 在最艱難時，生活得到幫助，並找到合適的住處/Jasmine 和

Celine 感恩同學和老師很好/Jinni 有機會服事少年人 

代禱：Celine 能在音樂上有更大的提升，在學校有好的人際關係/Jasmine 晚上有

好的睡眠，不會做惡夢/Alice 能儘快適應學校生活/Rita 與家人的關係得到改

善/Jinni 在各方面都能預備好自己，進入神的呼召/Lauren 能交更多的新朋友

/Charlotte 能很好地準備學校 SRC 演講，並能出色地完成/Stella 通過 Netball

審核考試/Jeremy 能長高，家人健康/IEC 學生能順利通過考試、升班/Edison

家人身體健康/還未報名家庭營的組員，能順利報名參加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感谢心茹和 jocelyn 助教辛勞的擺上 

代祷:为新朋友 jacklyn 能夠盡快適应主日学。愿更多的小朋友来认识神。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感恩:老師開始學習掌握大班，小班合併一起教學的難度。感恩有新的小朋友 

Kevin 和 Leo 加入。 

代禱:求神興起袋鼠班和小班的主日學老師來加入這令人興奮的行列，如何培育

神國的下一代。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00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繆德立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三早 10：00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陳明鋒夫婦家）     :0420-983-634 /週五晚 7：00 

 

 

 

 

 

 

 

 

 

                                                                      

                                                       

 

23/Feb 與 2/Mar 主日聚會地點  

 

地點:  Chatswood Club 

地址:  11 Help St, Chatswood (火車站步行 4 分鐘) 

停車: 

 免費地下停車場 (入口在後面的 Mcintosh St) 

 週邊的 Street Parking 週日也都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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